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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定位

中文：电子信息工程

英文：Electronic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专业类及代码：电子信息类 0807

专业代码：080701

所属学科门类：工学 08

依托学科：电子信息，药学，临床医学等。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于 2010 年获批成立，以我校医药、健康学科为依托，结

合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工程技术，培养面向医疗健康电子和医疗物

联网行业，掌握扎实的电子技术、信号处理技术、物联网技术与计算机通信技术

等基础知识与技能，具有创新意识和综合设计能力, 拥有良好的科学实验和工程

实践训练经历，具备分析、解决电子系统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在医疗健康以及电

子设备公司、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行业从事电子设备和电子信息系统的研究、

设计、制造、应用和开发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现每年招生 120 人。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家国情怀、崇尚科学、适应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与

经济发展需要，具备扎实的电子信息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发现与解

决电子信息领域的工程问题，具备创新意识、良好道德修养、人文素质、职业素

养，亦具备良好的组织管理沟通与团队协作能力以及继续学习能力，能够在电子

信息工程与计算机工程产业领域从事技术研究、产品开发、技术管理、工程设计、

运营维护、教学科研等方面工作，也具备自主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三）培养规格

1. 学制与学位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基本学制四年，实行弹性学制，符合条件者，授予工学

学士学位。

2. 总学分和学时要求

课内总学分不低于 170 学分，总学时不低于 3060 学时



2

3. 人才培养基本要求

（1） 素质要求（包括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

①思想道德素质：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具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的志向和

责任感，树立科学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勤奋好学、艰苦奋斗、诚实守

信、团结共事、敬业爱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

德和职业道德。

②人文素质：具有较好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素养，准确表达思想的语言

和书面优良交流沟通能力；掌握一定的知识产权、经济管理和法律知识，能建立

健康的人际关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具有宽广的国际视

野和跨文化交流、合作的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精神。

③职业素质：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本专业所必须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创新意识，较强的工程素养和效益观念。

④身心素质：了解体育运动知识，掌握锻炼身体的技能，养成科学锻炼身体

的习惯，达到大学生体育标准；具有面对困难、失败、挫折的良好心理承受能力，

以及面对成功、成就不骄不躁的精神面貌。

（2） 知识要求

①公共基础知识：具有扎实的数理、英语、计算机与程序设计理论与技术、

人文社科等基础知识；

②特色知识：医学与药学基础理论知识； 熟悉医学和药学信息获取与处理

相关的知识；

③学科基础知识：具有电路基本理论知识、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路基础理

论知识、信号与系统基础理论知识、计算机组成原理等相关专业知识。

④专业知识：

功率电路设计、FPGA 与 SOPC 工程技术知识；数字信号处理与自适应滤波技

术；嵌入式系统技术、无线传感器网络与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机器

学习与智能信息处理知识。

⑤实践类知识：电子电路工艺实训、电路技术课程设计、专业课程设计、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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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计；

⑥能力素质知识：军事理论、军事技能、专业教育、形势与政策、大学生就

业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创业及人文素质教育类知识。

（3） 能力要求

①人文素质能力：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工程职业道德，积

极参加学校的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培养良好的文学修养、审美情趣、

言谈举止、礼节礼仪和性格品质，塑造新时代大学生的高尚风范。

②数理基础能力：具有从事工程工作所需的相关工程数学、自然科学，培养

学生的数学建模、问题抽象表示以及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能力和应用数学基础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③专业理论基础能力：掌握计算机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核心知识，具有系统

的工程实践学习经历，了解本专业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新知识、新技术有

较敏锐的洞察能力。

④专业实践能力：具备综合运用基础理论和技术手段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包括电路设计与测试能力、可编程 IC 的程序设计与测试能力、嵌入式硬件系统

设计与实现能力、数字信号及滤波器设计应用能力、物联网系统综合设计与实现

能力、人工智能算法移植与应用能力。

⑤科学研究与创新能力：掌握基本的科学研究与创新方法，具有追求创新的

态度和科学研究意识，具有综合运用理论和技术手段于设计系统和工程的能力，

设计过程中能够综合考虑经济、环境、法律、安全、健康、伦理等制约因素。

⑥信息获取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

息的基本方法。

⑦工程素质与职业道德：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职业和行业的生产、设计、研

究与开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津、法规，能正确认

识工程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⑧沟通、管理与协作能力：能够就电子与信息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

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

表达或回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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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学习能力：对终身学习有正确认识，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与不断学习和适应

发展的能力。

⑩创新意识：能够合理应用先进专业知识结合具体工程使用条件与环境，可

以给出适用于特殊工程问题的专用新技术与新方案。

（四）课程体系

1. 专业基础课

高等数学、大学物理、C语言程序设计、电路分析基础、线性代数、信号与

系统、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信息论与编码基础

2. 专业核心课

电路分析基础、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高频电子线路、信号与系统、

数字信号处理、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FPGA 技术及应用、物联网关键技术与

应用、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

3. 专业类实验

模拟电子技术实验、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数字信号处理实验、嵌入式系

统原理与应用实验

4. 集中见习与实训

数模电课程设计、电子电路工艺实训、专业课程设计。

5. 毕业实习

6. 毕业论文（设计）

（五）师资队伍

本专业专职教师 18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50%，多人有出国访问

学习经历。近年来本系教师主持和参与教学科研课题 20 多项、国家级项目 6项，

发表教学科研论文 6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30 余篇，专利授权 10 多项，获

得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省级教学竞赛二等奖 1项，青年教师竞赛一等奖 1

项，教学评价优良率 100%。

专业负责人：杨永霞，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药科大学第七批校级“千百

十”人才培养对象。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8 项，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参与

编写教材 3部，指导省级大学生创新实验项目 1项，每年主讲课程 35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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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条件

经过多年的建设，本专业具备了良好的教学实验条件。在教学和管理上积累

了丰富经验，特别是有能胜任该专业教学、科研，结构合理、朝气蓬勃的专职教

师、特聘教师团队，保证了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积极拓展素质培养渠道，如

本专业与鼎阳科技建立的测试联合实验室、凌阳嵌入式实验室与 EDA 实验室、单

片机实验室、粤嵌科技的物联网技术、FPGA 实验室、德州仪器信号处理实验室

等，有 300 多万的教学和实验设备。在人才培养上，建立了多个教学实践基地，

如与中山大学顺德研究院、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云浮市协同创新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森工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建的毕业生实习基地，与广东省医疗器

械质量监督检验所校所成立的实践教学基地，与国光通信与信息研究院和广州威

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共建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二、其他专业相关信息

（一）专业及教师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专业教师曾获 2017 年度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以培养创新型医疗电子信

息人才为目的的计算机硬件课程改革与实践”。

教师指导学生课外科研立项情况表

序

号

立项

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1 2016 便携式多功能皮肤测试仪
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

（科技发明类）重点项目

2 2014
窄带语音信号带宽扩展研究

与实现
广东省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3 2009
医院物品自动运送机器人的

开发与研制
广东药学院学生科技活动资助项目

4 2009
非接触式语音体温计的设计

与研制
广东药学院学生科技活动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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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教师所获奖励情况表

序号 时间 获奖名称 获奖级别 授奖部门

1 2020
蓝桥杯全国总决赛优

秀指导教师
国家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

心、中国电子学会等

2 2016
蓝桥杯全国总决赛优

秀指导教师
国家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

心、中国电子学会等

3 2014
广东省计算机协会先

进工作者
省级 广东省计算机协会

4 2019 优秀党员 校级 广东药科大学

5 2017

“立德树人 做好学

生引路人”师德征文

和微视频征集活动三

等奖

校级 广东药科大学

6 2016 优秀科技工作者 校级 广东药科大学

7 2015 先进教学工作者 校级 广东药学院

8 2015 优秀科技工作者 校级 广东药学院

9 2014 优秀教师 校级 广东药学院

10 2011 先进教学工作者 校级 广东药学院

11 2009 优秀教师 校级 广东药学院

12 2008 五四优秀青年教师 校级

广东药学院教务处、中国教

育工会广东药学院委员会、

共青团广东药学院委员会

13 2007-2009
课外学术科技活动优

秀指导教师
校级

广东药学院团委

(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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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参与教学研究项目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时间
授予单位 完成情

况

1 EDA 技术与应用 2020 教育部 在研

2
数据采集与处理实验教学资

源建设
2020 教育部 在研

3 物理学（第一章） 2021 广东药科大学 在研

4 物理学（热辐射） 2021 广东药科大学 在研

5
基于微信的物理学混合式学

习教学改革研究
2017 广东药科大学 完成

6

基于 LaunchPad 口袋实验平

台的单片机教学改革与实

践”

2015 广东药学院 完成

7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医学

物理学》课程改革初探
2013 广东药学院 完成

8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

司手机监控软件开发
2012

深圳市泛海三

江

电子有限公司

完成

9
计算机实验室无盘教学系统

集成解决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2012 广东药学院 完成

10
医药院校ＩＴ专业应用型

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2011 广东药学院 完成

11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优

质课程
2009 广东药学院 完成

12 电子设计创新团队 2008 广东药学院 完成

13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网

络课堂
2007 广东药学院 完成

14
计算机程序设计类实验课程

的改革
2006 广东药学院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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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培养效果

本专业学生学习勤奋，学风优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各种竞赛如大

学生科技攀登项目、全国电子设计竞赛、挑战杯、蓝桥杯、创新实验项目、创业

竞赛、数学建模大赛、大学生智能技术应用大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更彰显了

电子信息专业浓厚的学习气息与优良的学风。在就业方面，先后与华为、国光电

器、飞瑞傲、迈瑞电子、粤嵌科技、长宝科技等珠三角多家大中行业优质企业建

立了长期的用人合作关系，为毕业生建立了稳定的实习及就业基地。往届毕业生

中有考入中山大学，深圳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高校继续深造的。


